
 

                                                                                

 

第三届中国肥胖和糖尿病外科学术年会 

第一届国际肥胖与代谢病外科联盟中国分部

（IFSO-CHINA CHAPTER）学术会议 

 

第一轮邀请函 
 

2016 年 9 月 7-11 日 

广东.广州 

 
主办：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肥胖和糖尿病外科医师委员会 

（Chinese Society of Metabolic and Bariatric Surgery, CSMBS） 

国际肥胖与代谢病外科联盟中国分部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the Surgery of Obesity and Metabolic Disorders, 

IFSO-CHINA CHAPTER） 

承办：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华肥胖与代谢病电子杂志 

中华肥胖与代谢病卓越外科学院 

暨南大学微创外科研究所 

 



欢迎辞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同道： 

由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肥胖和糖尿病外科医师委员会、国

际肥胖与代谢病外科联盟中国分部、中华肥胖与代谢病电子杂志及中

华肥胖与代谢病外科学院主办的“第三届中国肥胖和糖尿病外科学术

年会暨第一届国际肥胖与代谢病外科联盟中国分部（ IFSO-CHINA 

CHAPTER）学术会议”将于 2016 年 9 月 7-11 日在中国广州举行，我们

诚邀各位同道莅临美丽的南国花城，就肥胖与代谢病外科的临床与基

础，进行深入探讨。 

本次会议特别邀请国际肥胖和代谢病外科联盟（IFSO）现任主席

Natan Zundel 教授、前任主席 Mathias Fobi, Obesity Surgery 主编 Scott 

Shikora 教授，以及国际国内众多知名专家，一起回顾肥胖和代谢病外

科的过去，探讨肥胖和代谢病外科的现在，共同开创肥胖和代谢病外

科的未来。 

本次会议以“规范、协作、开放”为核心，内容丰富、全面，专家

及各位讲者的演讲内容涵盖了肥胖与代谢病外科的各个方面，相信能

对我们临床工作带来有益的帮助。 

在我们共同的参与下，相信这次会议将会成为我国肥胖和代谢病外

科发展历史上重要的一个事件，将会把我们热爱的事业推上一个新的

台阶。2016 年 9 月的广州，诚挚欢迎您的光临！ 

       大会主席：王存川 

 

 



 

大会组织机构 

大会顾问 

王杉、赵玉沛、汪建平、周总光、王国斌 

 

大会主席 

王存川 

 

共同主席 

郑成竹、姜可伟、刘金钢、朱晒红、张能维、梁辉、王勇、姚琪远、程中、张忠

涛、胡三元 

 

学术委员会 

王存川、郑成竹、姜可伟、刘金钢、朱晒红、张能维、梁辉、王勇、姚琪远、程

中、张忠涛、胡三元、杨景哥、吴文铭、宋茂民、孟化、董光龙、谢启伟、吴良

平、陶凯雄、姜涛、毛忠琦、于文滨、杨雁灵、张频、朱江帆、魏寿江、童卫东、

黄强、汪泳、张朝军、宋京海、马志强、郑朝辉、康迎新、黄炯强、林宏福、陈

宏、骆衍新、吴东波、王少勇、蔡国豪、康建省、司亚卿、张春明、孙世波、刘

昶、杨海彦、吴建宏、蔡逊、朱利勇、唐才喜、刘威、王旭东、王大广、孙喜太、

朱孝成、谢光伟、张江南、赵国华、尹家俊、白光、周勇、刘洪涛、金实、宋晓

彪、俞永涛、支永发、刘志民、孙少川、李宇、郭建昇、韩建立、季刚、杨威、

姚英民、吴海福、张鹏、顾岩、王兵、周东雷、丁锐、沈柏用、王健、任明扬、

任亦星、赵平武、杜潇、梁晓宇、赵宏志、蒋宗华、李涛（男）、艾克拜尔•艾力、

黄伟、方登华、梅祎军、滕理送、王跃东、孙晓东、蒋飞照、张军 （排名不分先

后） 

 

国际专家 

Natan Zundel, Mathias Fobi, Scott Alan Shikora, Antonio Torres, Almino Cardoso Ramos, 

Michel Suter, Wei-Jei Lee, Ali Tavakkoli, Alaa Abbass, Lilian Kow, Kazu Kasama、Muffazal 

Lakdawala、Yoonseok Heo、Simon Wong 

 

组织委员会 

潘运龙  龚瑾  周佩如  杨景哥  汤汉林  王华曦  高丽莲  吴小珊  黄韦歆  

佟朝坤  李进义  贾世奇  杨华  丁晖  陈笑梅  余淑卿  赵蕾  孙鹏  董志勇 

廖锐 高志光  周湘茂  李诚  张艺超  关炳生  黄上嘉  张俊昌  韩金芬  吴

丽娜  

 



秘书处 

杨景哥  佟朝坤  杨华  赵蕾 

会议主题 

9 月 7 日  会前会及学习班 

1. 硕士博士论坛 

主办：中华肥胖与代谢病电子杂志 

2. 青年医师论坛 

主办：CSMBS 青年委员会 

3. 全国肥胖与代谢病外科手术学习班 

主办：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华肥胖与代谢病卓越外科学院 

 

9 月 8 日-10 日  CSMBS 学术年会及 IFSO-CHINA CHAPTER 学术会议 

1. 国际肥胖和代谢病外科发展历史、现状与未来 

2. 手术方式的选择 

3. 新的手术方式及效果 

4. 修正手术 

5. 手术并发症的处理 

6. 多学科团队建设 

7. 代谢病的治疗效果 

8. 肥胖糖尿病的护理 

9. 个案管理（围手术期及术后支持治疗） 

10. 基础研究 



11. 手术直播演示 

征文信息 

征文内容 

手术治疗肥胖症的经验与效果；超级肥胖的手术治疗；手术治疗 2 型糖尿病

的经验与效果；手术治疗低 BMI2 型糖尿病的经验与效果；手术治疗其他肥胖相关

代谢性疾病的经验与效果；围手术期的处理经验；肥胖代谢手术的麻醉；加速康

复外科在肥胖代谢外科中的应用；肥胖与代谢病的护理；2 型糖尿病的相关临床及

护理经验；肥胖与代谢病的基础研究；代谢性疾病与肿瘤；手术视频剪辑。 

征文要求 

1. 征文内容未在国内外公开发表； 

2. 投稿请提供中文和（或）英文摘要（500 字以内）一份； 

3. 摘要应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文内请注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和 E-mail 地址； 

4. 论文请采用 word 格式。文题请用 3 号黑体字，正文请用小 4 号宋体字，1.5

倍行距； 

5. 在读硕士或博士，文稿右下角请注明“在读博/硕士”。 

投稿方式 

可采用网上投稿或邮寄，请注明“第三届中国肥胖和糖尿病外科学术年会征

文”字样 

1. E-mail 投稿：发送摘要至 CSMBS2016@163.COM, 邮件主题请注明：会议征

文； 

2. 邮寄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13 号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华肥

胖与代谢病电子杂志编辑部，邮编：510630；收稿人：赵蕾 

注意事项 

1. 征文截止日期：2016 年 8 月 31 日； 

2. 请自留底稿，投稿恕不退稿； 

3. 稿件一经录用，可优先在中华肥胖与代谢病电子杂志发表； 

4. 投稿时请注明：是否同意在“中华肥胖与代谢病电子杂志”发表，如无注

明，将视为同意发表。 

mailto:发送摘要至CSMBS2016@163.COM


 

参会信息 
会议时间：2016 年 9 月 7 日-11 日 

会议及住宿酒店：中国广州琶洲，香格里拉酒店 

会议语言：英语、中文 

会前报名方式：020-38688610；CSMBS2016@163.COM;  

现场注册时间：2016 年 9 月 7 日，14:00-22:00; 9 月 8 日 8:00-22:00 

广州香格里拉酒店一楼 

撤离时间：2016 年 9 月 11 日 

学分授予：国家级继续教育 I 类学分 10 分 

注册费：800 元/人（8 月 30 日前网上登记注册，注册费为 400 元/人） 

 

 

联系人：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肥胖与代谢病外科 

杨景哥：13560099502 

佟朝坤：13719457469 

官方网站：www.csmbs.com(在建) 

                                                                                      

 

参
会
回
执
（
复
印
有
效
） 

姓名 性别 年龄 

单位 科室 邮编 

手机  邮箱 

住宿 广州琶洲香格里拉酒店 

 合住（300 元/床/晚） 单间（600 元/间/晚） 

 9 月 7 日 9 月 8 日 

 9 月 9 日 9 月 10 日 

 

 

 

 

 

mailto:CSMBS2016@163.COM
http://www.csmbs.com/

